
“在美国有钱的华商很多，但能影响美

国主流社会的华商却太少了，方李邦琴就是

其中之一。”这是美国华商总会10位知名华

商对方李邦琴的共同评价。

作为方氏家族的掌门人以及美国旧金

山的著名侨领，方李邦琴将参加世界华商大

会。来蓉参会前，方李邦琴在美国硅谷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专访。

她的朋友 有政要也有普通人

在方李邦琴办公室的一面照片墙上，有

她和美国4任总统的合影，美国前总统布什曾

为她尚未出版的传记写序， 并在美国领袖会

议上以“朋友”的身份介绍她。

目前，生意上的事基本上交给儿子打理，

但78岁的方李邦琴仍然很忙。 她经常会接到

她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华人打来电话， 托她帮

忙联系某位州长或议员。 方李邦琴告诉商报

记者，前不久，一位刚到美国投资的华商想

结识某位州长， 她对这位新任州长并不熟

悉，但四五个电话后，她便成功把这位华商

介绍给了这位州长。

方李邦琴还有很多朋友是普通人，她一

直是旧金山的华人领袖。在中国城里遭遇了

任何对华人不公平的待遇，她便会挨家挨户

征求大家签名，联合起来请愿，认识的朋友

自然越来越多。

集华人之力 在美国打开天地

集合华人之力这张牌被方李邦琴多次

使用。1991年， 在美国朝野正在讨论是否给

中国最惠国待遇时，还在经营中餐馆的方李

邦琴就意识到， 如果没有这个最惠国待遇，

餐馆用的一瓶调料也要贵上几块钱。 为此，

她立即召集华人企业家签名，并带着她前去

白宫请愿。

方李邦琴介绍，1983年， 她接手了中国

城一家大餐馆， 请来台湾当红歌星表演，办

了“美丽宫之夜”，一炮走红。从那以后，华

人都到这里举办各种大型活动。后来，美国

的政要名流也爱前来这里， 方李邦琴称，老

布什总统来过三次，克林顿也来过一次。

收购主流大报 至今仍是传奇

参与各种民权活动和助选活动，方李邦

琴也更加认识到了华人掌握“话语权”的重

要性。2000年， 方李邦琴从美国具有垄断地

位的赫斯特家族收购了英文主流报纸 《旧

金山观察家报》。 华人主导美国主流媒体，

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头一次，一时震动了美国

主流社会。旧金山市也将收购当天（2000年9

月18日）命名为“方李邦琴纪念日”（Flo-

rencefang� Day）。

方氏集团如何收购成功，至今方李邦琴

从未透露过这桩震惊美国社会的收购案背

后的故事，“商业上很多事情不便公开，很

多年后，或许能在我的回忆录里看到”。

主持“十万强计划” 近日到成都

如今，方李邦琴是“十万强基金会”的

执行董事， 她和福特基金会各捐资100万美

金，将促成10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十

万强计划” 由奥巴马在2009年宣布实施，据

媒体的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及多位白

宫幕僚和国会议员也参与其中。 据了解，成

都拥有丰富的高校资源， 也是 “十万强计

划”的对接地。

方李邦琴收到了第12届华商大会组委

会的邀请，她将来到成都参会并考察成都的

投资环境。

让中国留学生

更容易获得签证

赵美心的经历缔造了华裔女性在美

从政的传奇。而在她看来，华人、华商也

是她政治生涯中重要的支撑。近日，赵美

心在洛杉矶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专访。

赵美心说， 在自己从政经历中，包

括华裔在内的亚裔一直很支持她。 亚裔

群体在很多竞争非常白热化的竞选活动

中投出了十分关键的选票。

谈到第十二届华商大会的主题“中

国发展、华商机遇”，赵美心说，人际网

络非常重要， 可以知道哪里有适合的资

源，也可以从其他人的成功中获取经验。

赵美心表示：“有很多非常出色的

企业家从中国来到美国， 很多人都对美

国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我非常

支持移民改革， 从2010年我进入国会后

就一直致力于移民改革的推动工作，并

协助推动梦想法案成功地通过了国会众

议院，但该提案在参议院搁浅。这个计划

本来能让那些最聪明最出色的留学生能

够获得工作签证，从而开始在美国工作。

我还会在任期内继续推动该项改革。”

成都准备就绪 静待全球华商

行业标杆 助力华商盛会

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唯一指定医学美

容机构仅此一席，为何选中华美紫馨？据本届

大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大会合作机构的选

择上，坚持行业标杆的原则，合作机构需代表

成都该行业最高水平。

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 自1998年创立

至今，凭借比肩全球的权威专家阵容、国际先

进的医学硬件配套、 领先于行业的卓越医美

技艺，屡创行业第一。先后荣获中国医学美容

与整形行业最高荣誉“白天鹅奖”五大荣誉

六项大奖、 十大最具影响力医疗美容机构等

诸多荣誉，被业界誉为西南医学美容界航母。

15年间，华美紫馨把强大的专家团队视作

发展之根基，打造了一支由艾玉峰院长（中国

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务副会长）

领衔的国内首屈一指的专家阵容，汇聚中、美、

德、韩、日、加等国专家。同时，华美紫馨促成中

国首批中韩整形学术交流机构、 泛亚太鼻部

整形美容培训基地等学术组织纷纷落户，令

其成为国际医美技术融汇发展的平台。

屡建功勋 无愧“第一代表”

华美紫馨艾院长介绍， 华美紫馨一直以

引领行业步伐为己任，参与了众多国际盛事，

多次成为“行业第一代表”。

2009年， 艾院长代表中国医美界成功申

办到医美界“奥林匹克”盛会--第18届世界

美容医学大会的主办权， 华美紫馨成为协办

单位。2011年，该盛会首临中国，标志着中国

乃至亚洲首次跃上国际医美舞台！

2012年， 华美紫馨联合亚洲明星御用五

官精雕专家河泰源（韩）、好莱坞明星御用美

胸大师布莱恩·肯尼（美）、世界注射美容之

父兰博（德）等大师，把高级定制服务融入尖

端医美科技， 以全球定制系列开创了中国医

学美容定制新时代！

艾院长表示，此次为华商代表服务，华美

紫馨具有足够实力，并已做好充分准备。

悉心服务 华美献技华商

据介绍，本届华商大会期间，华美紫馨将

在大会指定下榻酒店设立美丽服务专区，全

程为华商精英及夫人提供医学护肤及形象造

型服务。该专区还将开设“清晨美丽计划”沙

龙活动， 由华美紫馨专家介绍医学护肤专业

知识。此外，华美紫馨还为外出游览成都的华

商及夫人提供美丽巴士服务， 皮肤出现任何

状况都将有皮肤专家及时解决。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成都商报讯（记者 李娅）

第十二届世界

华商大会即将召开。作为普通的成都市民，如

何参与这样一个世界瞩目的顶级盛会呢？成

都商报与青羊区团委联合策划推出的“青羊

财富直通车 与华商共进午餐” 活动今日启

动。9月23日—25日， 青羊财富直通车将连续

三天发车，搭乘市民参观华商的投资项目，还

能与华商企业高管共进午餐。

此次活动是成都商报与青羊区团委共同

策划推出，面向社会征集了各类市民参与。他

们中间，有准备大展拳脚的大学毕业生；有立

志做大做强的小微企业创业者； 也有遇到困

惑和瓶颈、 希望得到点拨的企业管理人员

……在三天的行程中， 将分别开通三个主题

“直通车”：今日是经济专列，“搭乘者”将来

到骡马市金融CBD，参观知名银行，和金融界

精英面对面， 随后在光华商圈体验高端楼宇

经济。第二天是文化专列，在“琴台故径”体

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西村创意产业园，

时髦的创意生活方式以及具有冲击力的建筑

形态，立刻将你推向时尚前沿。第三天的体验

则是高新专列：在电子商务园里，你会发现一

个在全国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行业领袖———

“中药材天地网”居然近在咫尺；而在青羊工

业集中发展区（东区）里，高科技产业的独特

魅力会带来全新的感官体验。

本次活动最具特色的， 是和华商企业精

英的午餐会。每天中午，我们都会安排参与市

民与华商企业的高管精英们共进午餐。 通过

这种独特的方式， 让大家在更加轻松的环境

中面对面交流。 到底能和哪些企业的高管精

英共进午餐呢，敬请期待吧！

华商盛典 华美同行

华美紫馨荣膺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唯一指定医学美容机构

搭乘青羊区财富直通车

和华商企业高管共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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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放心

61位“餐桌警察”上岗

市食药监局昨日介绍，中秋节前已遴选

并培训了61位食品安全监督员，他们将深入

到原料生产、制作、保存等各个环节，对大会

期间的所有餐饮食品进行监督、检测。

吸取财富论坛经验， 市食药监局对华

商大会期间的食品安全监督制定了20多道

详细标准。大会期间，61位“餐桌警察”将

一一对应标准，对酒店的原材料、用品、用

具、制作、库房以及垃圾处理等环节一一监

督、检查。目前食品监督员已先期上岗。

成都商报记者 汪玲

成都商报记者 汪玲

发自美国旧金山、洛杉矶

对话第十二站

方李邦琴

美国泛亚公司董事长、

美国发行量最大的非日

报报系拥有人

华 商 传 奇

用宽广人脉 为赴美华商牵线搭桥

旧金山侨领方李邦琴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她将来蓉参加华商大会，考察成都的投资环境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获悉，今日上午，300

余名志愿者将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

心进行带妆彩排，为正式的会场服务做最后

一次演练。我市交通、服务行业都做了大量

的专题培训和准备，将为参会嘉宾提供高水

准的国际化服务。

第一印象

机场VIP通道 快速入境

金色的大熊猫与太阳神鸟造型、T1航站

楼国际到达厅大熊猫主题乐园……成都国

际双流机场是本届世界华商大会与会嘉宾

首先到达的地点。

“机场在财富论坛前进行了硬件设施、

环境、功能及流程方面的升级改造，本届世

界华商大会将沿用这一系列的设施。” 双流

机场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双流机

场已经将嘉宾停车场清场， 在大会期间，将

专门停放接送华商大会参会嘉宾的车辆。

为加快与会嘉宾的入境速度，所有华商

大会参会嘉宾入境时均可使用双流机场的

VIP通道，“相当于绿色通道， 提高嘉宾的通

关入境效率。”

不仅如此， 双流机场还将派出200名安

检人员，在本届世界华商大会的会场和酒店

内提供安检服务，“这也是双流机场首次派

出安检人员协助会场和酒店进行安检。”

来蓉出行

500辆出租车保障重点区域

为保障华商大会期间的市内交通运输，

出租汽车行业已制定了应急运输保障预案，

抽调近500辆优质服务出租汽车形成动力保

障队伍，确保双流机场、世纪城会展中心等

重点区域的出租汽车运力。同时，杜绝出租

汽车驾驶员在出行高峰期交接营运车，并提

供电话预约车辆服务。

“市交委出管处和出租汽车企业的工作

人员也会上一线，进行路检路查，督促出租

汽车驾驶员文明行车、规范服务。”市交委相

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当前全市的出租车正在开展安

全检查和隐患排查，以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

好，“驾驶员还会加强安全教育，以提高驾驶

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上述负责人

表示， 未来还将运用GPS系统加强车辆动态

监控，及时纠正处理超载、超速、超时疲劳驾

驶、无服务资格证驾驶营运车辆等违法违规

行为。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王垚

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女市长

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女国会议员

赵美心

方李邦琴在办公室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


